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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第一次籌備會議記錄 

 

一、時間：民國 105 年 6 月 15 日上午 10：00-12:00 

二、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教系 230 會議室 

三、主席：黃玉枝理事長                    記錄：林秀錦 

四、出席人員：杞昭安、林寶貴、林雲彬、胡心慈、葉宗青、錡寶香、韓福榮、陳旻、蘇芳柳、

謝榮懋（請假） 

列席人員：林秀錦、王美芳、張淑品、黃楨芬 

五、主席報告：感謝各位對學會的支持，撥冗出席本年年會第一次籌備會議 

              六、林名譽理事長報告： 

1. 今年年初本來廣東省佛山市預訂五月要帶領一團校長來台舉辦隨班就讀研討會，2月 2

日突然接到通知該計畫暫行取消，弄得我和理事長需要一一向參訪的學校及主持人、

演講人、發言人道歉，覺得很困擾。 

2. 3 月 25-30 日個人與理事長、宋金滿老師、侯雅齡主任去華南師大培訓;並為該院網絡

教育學院製作 6片學障、自閉症、情障問題行為、親師合作、特殊兒童溝通訓練的網

路課程。 

3. 今年年會的經費已獲臺北市教育局補助 138,000 元（補助會議手冊、論文集編稿費及

籌備會出席費）；教育部學特司則因需聚焦於大專校院成果，故無法給予補助；國教署

方面則因逾 4/20 已截止申請而作罷。第一場專題演講主持人先掛我的名字，等一下再

討論換哪一位。已向我的小學同學再募捐款。 

4. 今年台灣的主持人、演講人都敲訂了，唯獨大陸、香港方的專題演講人邀請了 5位，

都沒有人願意來，6/4 只好拜託華南師大特教學院特教系李聞戈主任幫忙。 

5. 6月2-5日廣州慧雅中心盧偉滔榮譽會員繼續邀請本會參加第二屆華南國際幼教展覽會

及特教論壇，並請我們學會擔任主辦單位之一，也贈送學會一個展覽攤位，已請江德

仁製作學會參展的展板。這次本會有胡心慈、黃玉枝、吳亭芳、羅心美、宋金滿及我

前往參會，並參加特教論壇。學會寄了 3箱宣傳品給盧主任幫我們佈置會場。會後慧

雅又捐了 3,415 元人民幣（合台幣 17,075 元）給學會作志工交通補助費。（請參閱攤

位照片） 

6. 目前國內只有 32 人在通報網上報名，已提醒這些人要回傳報名回條。大陸已投兩篇論

文，13 人報名，華南師大也說要帶領 50 位校長，廣州市教育局教研院預訂 15 人，3-4

個特教學校也希望來參會，向我索取邀請函等文件，但已經回信教育局下令今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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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台。請大家再鼓勵國內同仁踴躍報名參加研討會，今年九月的研討會要靠自己國人

多捧場了！初擬大陸團參訪学校行程如附件三 p.11。 

7. 4 月 16 日我和理事長、翁素珍理事陪廣州兩個考察團去惠明盲校參加 60 周年校慶及學

術研討會，發現他們的規模更龐大，論文發表有 70 多篇。 

8. 4 月 23 日我也代表學會參加今年台北啟聰學校 99 周年校慶。 

9. 6 月 8 日代表學會出席台北啟明學校畢業典禮。 

10. 6 月 16 日台北啟聰學校畢業典禮，先在此祝賀圓滿成功。 

11.7 月底前要記得向國家圖書館申請 ISBN 國際標準書號及 ISSN 國際期刊編號。 

12.何西哲老師還是希望我們學會能幫他推銷口吃治療法，年會當天請多準備一張桌椅和

海報，請工作人員幫忙收費（每本 100 元）。 

13.今年會場佈置江德仁 9/22 要出國一個月，只好請賴銘輝幫忙布置，但印製會議手冊、

論文集不必開統一發票，也許他可以承印。 

14.請理事長將 6/2-4 去廣州參展、參會、參訪照片上傳學會網站，讓理監事及會友也看

得到現場狀況。 

15.師大教育大樓預借場地費 8000 元可以預繳了！ 

 

七、討論提案： 

  提案一：本年年會的活動計畫、議程，請再確認。 

   說明：請參閱附件一 p.5，第一場專題演講主持人，請討論。 

 決議： 第一場專題演講主持人將邀請吳武典教授或曾燦金副局長主持。 

 

提案二：本年聽障教育成果發表會如何進行？請討論。 

 說明：請參閱附件二 p.8，請科林公司說明。 

  決議：今年的協辦單位以及表演團體如下:中華民國兒童慈善協會、雅文兒童聽語文教

基金會、中華民國聲暉聯合會、台北市立啟聰學校、科林聽能復健中心。可

再聯絡台北市雙連國小(街舞)、台北市立大學(扯鈴)、新興國中資源班的聽

障學生表演。8月底前將彙整出席表演的師生名單與節目。 

 

提案三：本年研討會工作進度，請討論。 

  決議：參考去年的工作進度修改如下： 

1. 3 月 15 日前寄發第一次模範聽障教育教師表揚活動報名通知。   

2. 3 月 15 日發出大陸人士來台交流邀請函。 

3. 3 月 15 日 請公共電視、聽語學會、科林、本會網站等單位，上網公告研討

會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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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月 15 日徵詢北聰、中聰、南聰、文山、龍江等特殊學校協辦意願。 

5. 3 月 20 日 開始發出大陸專題演講人邀請函。 

6. 3 月 20 日寄發國內主持人、專題演講人、經驗分享人、評審委員邀請函。 

7. 5 月 2 日向教育部、教育局等二單位提出經費補助申請。 

8. 6 月 1 日寄發第二次會員報名通知、論文邀稿通知 

9. 6 月 15 日召開第一次籌備工作會議。 

10. 學會及科林公司6月18日前寄發第二次聽障教育成果發表會及研討會活動

報名通知。 

11. 7 月 25 日催收專題演講、經驗分享大綱或內容。 

12. 7 月底向國家圖書館申請 ISBN 及 ISSN。 

13. 8 月 8 日論文截稿並進行論文審查，這段時間不在國內者請先告知。 

14. 8 月 12 日召開第二次籌備工作會議。 

15. 8 月 8 日後通知論文宣讀名單及發表順序。 

16. 8 月 18 日發出第三次會員、非會員報名通知。 

17. 8 月 18 日向教育部索取特教法規等資料。 

18. 8 月 31 日聽障教育成果發表會報名截止，請告知報名單位及參加發表會師、 

生、家長人數。 

19. 8 月 25 日通知心理出版社、華騰書局、何西哲老師來參加研討會書展或發 

表論文。 

20. 9 月 5 日編輯會議手冊、論文集、光碟。 

21. 9 月 8 日印製出席證明、感謝狀、研習條、餐券等。 

22. 9 月 10 日聽障成果發表會報名單位需提供完整發表作品。 

23. 9 月 23 日下午 14：00 分裝資料袋。 

24. 9 月 23 日下午 17：00 以後佈置研討會、論文發表會場。 

25. 9 月 24 日舉行理監事會、年會及研討會、聽障教育成果發表會。 

26. 9 月 25 日起編輯及印製研討會成果專輯（請理事長幫忙）。 

27. 9 月 25 日後郵寄紙本論文集給投稿但未來論文發表的作者。 

28. 10 月 24 日前台北市教育局經費報銷。 

 

提案四：如何提高本年研討會報名人數？請討論。 

   說明：去年此時的報名人數國內已有 50 人，大陸 22 人。 

決議：學會將再發報名通知給會員以及協辦單位，也請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前署轉發

報名通知。最後，請各位理監事號召研究生參加，請科林公司以及龍江扶輪社廣

為宣傳。 

 

提案五：第二次籌備工作小組會議時間、地點、出席人員，請討論。 

     說明：口頭說明。 

決議：時間：105 年 8 月 12 日(五)上午 10 點。 



p.4 

 

      地點：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教系(行政大樓二樓 205 會議室)                。 

      出席人員：1.下次籌備會議請北聰及科林公司提供工作小組名單。 

                2.下次籌備會議擬邀請臺灣接待大陸團的旅行社代表出席。 

                      3.請北聰將以預先準備的文件帶來。 

八、臨時動議： 無 

     

九、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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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2016 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年會暨溝通障礙學術研討會活動計畫書 

(一) 、目的：為提升、推廣特殊教育工作人員及家長對語言、溝通障礙教育之專業知能，特

舉辦本研討會。 

(二) 、主題：營造無障礙的溝通環境。 

(三) 、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四) 、主辦單位：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 

(五) 、協辦單位：科林聽能復健中心、臺北市立啟明學校、臺北市立啟聰學校、臺北市立啟

智學校、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臺中啟聰學校、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臺北

市龍江扶輪社 

(六) 、研討會日期：2016 年 9 月 24 日（週六）  

(七) 、地點：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29 號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育大樓 201 演講廳。 

(八) 、使用語言：華語、手語 

(九) 、會議內容：與身心障礙各類各階段學生的聽、說、讀、寫等語言、溝通有關的教學、

研究與服務，或與特殊教育相關議題均可。 

(十) 、參加人員：語言、溝通、特教領域的相關學者專家、教師、家長、聽力師、語言治療

師、手語翻譯員、研究生、身心障礙福利團體代表等 300 餘人。 

(十一) 、名額分配：1.本地學者專家：自由報名參加，差旅費自理。 

2.大陸學者專家：邀請一位主講人，其餘自由報名參加並發表論文。 

3.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會員自由報名參加。 

4.大學校院特教系/所、特教中心學者及研究生，自由報名參加。 

5.溝通障礙相關專業團體會員自由報名參加。 

6.各特殊教育學校代表。 

7.各類特殊教育班（含資源班、融合班）代表。 

8.各身心障礙福利團體代表。 

9.各家長團體代表。 

(十二) 、研討會辦理方式： 

         1.專題演講：預定 2場，每場 1人。 

         2.溝通障礙教學經驗分享：預定 2 場，每場 1人。 

         3.聽障教育成果發表活動：預訂 6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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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論文宣讀：預定 4-6 場，每場 4-5 人。 

(十三) 、經費來源： 1.擬向有關單位申請部份經費補助。 

  2.與會人員差旅費請向各服務單位申請。 

(十四) 、報名備忘：1.請各單位給予參加研討會者公（差）假。 

                   2.全程參加者發給 8小時研習證明。 

                   3.按照報名先後順序錄取，額滿為止。                    

(十五) 、報名費/註冊費：免費，出席會議者將提供會議資料（資料袋、會議手冊、論文集或

光碟、溝障教育半年刊等資料）、餐點，但請回傳報名回條以便準

備會議資料及餐點。 

(十六) 、參加研討會報名截止日期：2016 年 8 月 26 日(週五)17:00 前（請以 E-mail 回傳報

名回條）。 

(十七) 、研討會報名地點： 

        106 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134 號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教系 黃楨芬老師收 

       電話：02-2732-1104 轉 62150 

          傳真：02-23415584   E-mail：jenfeng@tea.ntue.edu.tw  

(十八) 、確認錄取日期：報名後隨即確認。 

(十九) 、論文發表： 

        1.論文收稿截止日期：2016 年 8 月 08 日(週一)17:00 前。 

2.論文稿約：稿長以 8000 字為原則，每人以一篇為原則，出席發表者酌支論文發表

費。請以 12 號標楷體打字，A4 每頁 38 行，寄 E-mail（圖檔太大時請

附光碟）。 

3.論文投稿地點：  

          106 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134 號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教系黃楨芬老師收 

          電話：02-27321104 轉 62150 傳真：02-27369840  E-mail：

jenfeng@tea.ntue.edu.tw  

（二十）、本計畫經理監事會議決議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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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主辦溝通障礙學術研討會議程 
一、 會議日期：2016 年 9 月 24 日（星期六） 

二、 會議地點：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大樓 201 演講廳 

三、 會議主題：營造無障礙的溝通環境 

大會議程 2016 年 9 月 24 日（教學經驗分享）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會場 

7：50-8：30 理監事會議 理事長 
教育大樓 

201 演講廳

8：30-9：00 研討會報到 總務組 
教育大樓 

二樓走廊 

9：00-9：20 開幕式 
主席致詞 

貴賓致詞 

黃玉枝理事長 

長官、貴賓 

教育大樓 

201 演講廳

9：20-9：40 

會務報告、提案討論 

      1.2016 年度工作計畫案 

      2.2015 年度經費收支決算案 

      3.2016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案 

      4.臨時動議 

      5.頒發感謝狀 

林秀錦秘書長 
教育大樓 

201 演講廳

9：40-10：20 
專題演講（一） 

廣東特教師資培養與培訓狀況調查研究 

主持人：吳武典教授 

主講人：李聞戈主任 

10：20-10：35 茶敘 
 教育大樓 

二樓走廊 

10：35-11：15 
          專題演講（二） 

情緒行為障礙者的語言溝通 

主持人：楊麗珍專門委員 

主講人：胡心慈教授 
教育大樓 

201 演講廳
11：15-12：00 

溝通障礙臨床經驗分享 

(一) 台灣語言治療師養成與服務現況 

(二) 台灣聽力師養成與服務現況  

主持人：蕭金土學務長  

分享人：張綺芬理事長 

        葉文英副理事長 

12：00-13：30 午餐、參觀書展、助聽輔具展  
博愛樓一樓

教育大樓 

13：30-13：40 聽障教育成果發表活動開幕式 
主持人：錡寶香主任 

致詞：林雲彬副總經理 

教育大樓 

201 演講廳

13：40-15：50 聽障教育成果發表會 分享人：成果發表師生 

15：50-16：20 總結、頒獎 
總結：林寶貴教授 

頒獎：林雲彬副總經理 

16：20-16：50 合照  

  備註：1.兩場專題演講，主持人介紹及結論 5 分鐘，主講人 35 分鐘。 

        2.第一場經驗分享，主持人介紹及結論 5分鐘，分享人每人 20 分鐘。 

           3.第二場成果發表，分享人（含學生表演）每組 15 分鐘。 

       4.每場均嚴格計時，報告結束前一分鐘按一次鈴提醒，時間到按二次鈴，請報告者準時結束。 

       5.同步字譯：宣崇慧教授；手語翻譯：陳美琍、魏如君、戴素美老師等。 

6.成果發表會後，歡迎理監事及大陸貴賓在博愛樓門口合照，合照後請受邀貴賓參加交流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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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24 日下午（論文宣讀） 

時間 活動內容 會場 

13：00- 

13：30 
研討會報到 博愛樓川堂 

13：30- 

15：00 

論 

文 

發 

表 

(一) 

一. 主持人 三. 主持人 五.主持人 論文發表會場 

葉宗青校長 林玉霞主任 杞昭安教授 
1.博愛樓 114 教

室 

3.博愛樓 113 教

室 

5.博愛樓 115 教

室 

論文宣讀者 論文宣讀者 論文宣讀者 

1. 邀稿中 

2. 邀稿中 

3. 邀稿中 

4. 邀稿中 

  

9. 邀稿中 

10. 邀稿中 

11. 邀稿中 

12. 邀稿中 

17. 邀稿中 

18. 邀稿中 

19. 邀稿中 

20. 邀稿中 

 

15：00- 

15：15 
茶敘 博愛樓川堂 

15：15- 

16：55 

論 

文 

發 

表 

(二) 

二. 主持人 四. 主持人 六. 主持人 論文發表會場 

楊熾康主任 李芃娟主任 邢敏華教授 

2.博愛樓 114 教

室 

4.博愛樓 113 教

室 6.博愛樓 115

教室 

論文宣讀者 論文宣讀者 論文宣讀者 

5. 邀稿中 

6. 邀稿中 

 7. 邀稿中 

8. 邀稿中 

13. 邀稿中 

14. 邀稿中 

15. 邀稿中 

16. 邀稿中 

21. 邀稿中 

22. 邀稿中 

23. 邀稿中 

24. 邀稿中 

 

     備註：1.論文發表每人報告 18-20 分鐘，主持人介紹及結論 5 分鐘，其餘時間開放討論。 

                   2.每場均嚴格計時，報告結束前一分鐘按一次鈴提醒，時間到按二次鈴，請報告者準時結

束，以免影響後面報告者的權益。 

           3.各場次如有報告人缺席，亦無代讀者，剩餘時間可調整或開放討論，由主持人決定。 

           4.歡迎聽障朋友參加第   場的論文發表，以便安排手語翻譯員協助手語翻譯或口譯。 

5.論文發表後，歡迎主持人、報告人及大陸貴賓在博愛樓門口合照。 

           6.合照後請理監事前往三軍軍官俱樂部與大陸貴賓交流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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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2016 年度聽障教育成果發表會活動計畫 

 3/14/2016 

 一、 目的： 

1.關懷聽障學子，增進聽障教育界相互教學觀摩與交流的機會，藉以提升

啟聰教育教學品質。 

2.喚起社會與政府對聽障教育的重視，增進特教資源，為聽障學子創造更

優質的學習環境。 

二、 主辦單位：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科林助聽器 

三、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兒童慈善協會、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中華民國

聲暉聯合會、台北市立啟聰學校、科林聽能復健中心 

四、 成果發表內容：學前至大專各教育階段之聽障融合教育成效、聽覺口語法

教學、多元智慧教學、學科/職能培育或各項才藝演示及社會福利推動成果

均可。 

五、 成果發表邀請對象： 

1.由主協辦單位各提供一項年度成果代表觀摩節目，於中華溝通障礙教育

學會年會中發表，發表時間每組15分鐘。 

2.所有發表單位請於2016年8月31日（三）前提供表演流程，以便主辦單位

製作當日流程表，並準備所需使用器材。 

六、 成果發表時間： 

2016年9月24日（週六）下午13:30起 

七、 成果發表獎勵： 

凡參與成果發表的單位/團隊，均提供5000元車馬補助費、感謝狀及發表當

日之錄影DVD乙份。 

八、 活動聯絡人：科林助聽器王美芳 

電話：（02）89218578分機111 

傳真：（02）89212886 

Email：teacher@clinico.com.tw 

九、 成果發表說明（電子檔，可於活動網頁內下載—http://www.ear.com.tw/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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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聽障教育成果發表會活動計畫 

 報名資料                                          填表日期：2016 年   月   日 

發表單位  

連絡人  職稱  

電話  Email  

聯絡地址 □□□ 

 

成果發表主題  

成果發表類別 □手語 □聽覺口語教學 □多元智慧教學  □音樂  □美術 

□戲劇 □舞蹈 □特殊才藝 □學科教學 □其他：            

成果發表簡介 

（呈現方式、理念） 

 

指導老師  

學生姓名  人數：        人 

學生教育階段 □學前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 

學生配戴助聽輔具 □助聽器  □人工電子耳  □以上皆有  □皆無 

師生主要溝通方式 □口語  □手語  □唇語  □筆談  □綜合溝通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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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2016 大陸團參訪行程草案 

日期 2016 两岸沟通障碍研讨会 09/23-09/29 参访行程 

第 01 天 
09/23 

(星期五) 

下午：搭乘直航班機到達桃園機場、出海關，搭乘專車至
台北市區參觀故宮博物院 

 
晚上：用餐後，入住台北 

台北 
華泰王子飯店 

第 02 天 
09/24 

(星期六) 

上午：參加學術研討會 
 
下午：參加學術研討會 
 
晚上：參加交流晚宴 

台北 
華泰王子飯店 

第 03 天 
09/25 

(星期日) 

上午：  
 
下午：  

 

第 04 天 
09/26 

(星期一) 

上午：參訪台北市啟聰學校 (9:00-11:00) 
 
下午：參訪台北市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第 05 天 
09/27 

(星期二) 

上午：參訪台中啟聰學校 
 
下午： 

台中 

第 06 天 
09/28 

(星期三) 

上午：參訪彰化師大特殊教育系 
 
下午：參訪彰化師大特殊教育中心  

 

第 07 天 
09/29 

(星期四) 

上午：參訪高雄市啟智學校  
 
下午：搭機離台    

 

 


